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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海以洁净
■本报记者 陈烁

在全国的海岸线上，有一群人定期采样收集着
海滩垃圾，旨在用持续的监测了解海滩垃圾的现状，
进而为减少垃圾从陆地进入海洋寻求对策。

1月底的某一天，天空阴沉，海边寒风

刺骨。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简称

“仁渡海洋”）的工作人员带着 20 名志愿

者，来到位于浦东海岸线中段的九段沙湿

地三甲港基地，开展今年第一次海滩垃圾

监测。这里是“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

项目”在上海5个监测点中的一个。

在全国海岸线上 33个城市的 50个监

测点，定期采样收集海滩垃圾的类型、数

量、质量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仁渡海

洋的“守护海岸线”项目，旨在用持续的监

测了解中国海滩垃圾的现状，进而为减少

垃圾从陆地进入海洋寻求对策。

“海洋现在已成世界最大垃圾场，我

们希望从源头努力，通过层层防线，把垃

圾截留在陆地上。”仁渡海洋创始人刘永

龙说。

相关部门和一些民间热心人士也在

行动。浦东海洋局发起了浦东海岸线垃

圾热点普查；很多志愿者则坚持净滩，用

双手守护着海岸线和大海的清洁。

“需要做些什么”

“海洋本来应该是干净
的，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所以
就想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改
变。”

从2015年第一个监测周期算起，今年

已是仁渡海洋“守护海岸线”的第 5 个年

头。监测方法并没有变化：到固定的监测

区域，收集记录区域内所有的垃圾。

在三甲港监测点，志愿者们分成5组，

各自到5个固定断面监测。来自蚂蚁金服

的王进，与 3个结伴而来的同事组成一个

小组。“海洋本来应该是干净的，但现实却

不是这样，所以就想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

改变。”他说。

捡垃圾时，王进尤为认真：把手套垫

在膝盖下，跪在海堤上，一点点捡着混在

杂草里的泡沫塑料碎片。

半个多小时后，所有小组完成了垃圾

收集，开始称重、记录。塑料饮料瓶 1个，

3.66克；塑料包装 4个，29.72克；泡沫碎片

若干，650克；其他金属制品一个，8.63克

……

有别于普通净滩行动，仁渡海洋的科

研监测不仅是捡垃圾，还通过一套科学的

垃圾分类和记录方法，采用比日常净滩更

为严苛的选址布点和更加详实的数据采

样，来分析和监测中国海滩垃圾状况。

每年 6月，仁渡海洋会推出根据上一

年度科研监测数据制作的《中国若干典型

海滩垃圾监测研究报告》，为科学研究和

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目前，“守护海岸线”是全国范围内唯

一的定期定点监测海滩垃圾项目，仁渡海

洋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专注于海洋垃圾议

题的公益机构。

在发起这个项目之前，作为国际海滩

清洁行动的中国协调方，仁渡海洋以开展

净滩行动为主，虽有简单数据记录，但并

不详尽完善。

“我们经常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参加海洋垃圾主题的国际交流、论坛

等。”刘永龙告诉记者，“对于海洋垃圾，经

常有针对中国的观点。例如，有一次交流

会，日本人拿出一个模型，说垃圾是从你

们中国和韩国来的。韩国也拿出一个模

型，但我们拿不出来，就无法跟人家辩

论。这让我觉得，不论是从解决问题的角

度出发，还是国民感情出发，都需要去做

些什么。”

而且，日常中他和同事们要做一些专

业报告时，发现之前的数据不够多，遂生

出了做更科学监测的想法。于是，自 2014
年，仁渡海洋启动了“守护海岸线——科

研监测项目”，并在 2015年完成了第一个

监测周期。

海里塑料将比鱼多

塑料制品已普遍成为全
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一类海
洋垃圾，每年有800多万吨塑
料进入海洋。

项目启动后，“守护海岸线”的全国监

测点逐年增加。第一年，仁渡海洋联合全

国10多家环保机构，在全国沿海的11个省

市，设置了 12个监测点。今年，增至 33个

城市、50个监测点。

上海的 5个监测点中，3个位于浦东，

分别是滨江森林公园、三甲港和南汇嘴。

另外两个分别位于奉贤和崇明。

“监测点不断增加，取样越来越多，垃

圾种类就越来越丰富，各种区域、地形都

有，更能呈现真实情况。”刘永龙说。

根据仁渡海洋今年1月发布的2018年
第 6次监测的报告，当时全国 27个监测点

的垃圾分布平均密度为 1.7 件/平方米和

53.8克/平方米。垃圾量位居前三的是其

它泡沫制品、泡沫包装物、塑料包装（纸

巾、薯片等包装袋）。

刘永龙介绍，根据这么多年的监测，

海洋垃圾的主体是塑料，“在仁渡的数据

中，塑料垃圾的比例平均有 60%-70%，极

端的超过9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资料也表

明，塑料制品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

的一类海洋垃圾，每年有 800多万吨塑料

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渔业、旅游业造成

严重影响，经济损失达80亿美元。2016年

1月，世界经济论坛和爱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按照当下的趋

势，到2050年，按重量计算，海洋中的塑料

垃圾将超过鱼类。

最近几年海洋生物频频被塑料垃圾

伤害的事件，已引发了普遍关注。2017年

2月，挪威一处海滩边搁浅了一头鲸鱼，在

它死后，科研人员在它的胃里发现了30个

垃圾袋。2018年 6月，泰国南部的一处海

滩，同是一头鲸鱼搁浅，抢救无效死亡，科

研人员这次在鲸鱼胃里发现的塑料袋数

量是80个。

根据国家海洋局去年发布的《2017年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海面漂浮

微塑料平均密度为0.08个/立方米，最高为

1.26 个/立方米；海滩微塑料平均密度为

245个/立方米，最高为504个/立方米。

上海作为国际性港口城市，有着 172
公里大陆海岸线，其中浦东新区海岸线长

度约 115公里，约占 67%。为了解浦东新

区海滩垃圾的具体情况，去年，受浦东海

洋局委托，仁渡海洋开展了浦东新区海岸

线垃圾热点普查的初步抽样调查，又结合

位于浦东的三个监测点一年6次共18场次

的海滩垃圾监测，以及截至2018年底浦东

新区海洋垃圾治理的实践调研，推出了

《浦东新区海滩垃圾治理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根据2017年和2018年连续

两年的研究，浦东新区海滩垃圾污染在继

续恶化。根据海岸线垃圾热点普查的初

步调查，浦东新区海滩垃圾分布密度为

9.78件/平方米。分布密度相对较高的有

护塘路、三甲港基地及中港水闸三个调查

点。所有调查点均以破碎垃圾为主。其

中护塘路调查点分布密度最高，分布密度

为33.18 件/平方米。

从源头遏制

靠海边捡拾对清除海洋
垃圾的作用有限，最主要是要
减少垃圾进入海洋。“我们不
主张在海里解决海洋垃圾，还
是应该从源头解决。”

从2016年开始，仁渡海洋在海滩垃圾

监测中增加了对垃圾品牌的监测。2018年
4月，仁渡海洋发布了截至 2017年 12月底

的品牌监测数据，这成为全球第一份海滩

垃圾品牌监测报告，其中有不少大众耳熟

能详的日用品品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国际上很多机构都开始做类似的监测。

“品牌监测首先是反映出一种真实情

况，有哪些品牌比较多。”刘永龙说，而最

终目的是建立起垃圾与每个人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整个社会正逐渐意识

到应对海洋垃圾问题的责任。《浦东新区

海滩垃圾治理研究报告》指出，调查发现，

全社会对海洋垃圾治理的重要性认识在

持续提升，政府、学界、企业、非政府组织、

公众都开始行动起来，开展了减少海洋垃

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浦东海洋局开展的海岸线垃圾热点

普查，是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切；众多

志愿者自发组织的净滩行动，则是普通人

对于阻击垃圾进入海洋的行动。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副教

授张东升，工作居住都在临港，对于临港

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刻关切。这些年，他发

现，随着前往临港游客的数量越来越多，

海滩上的垃圾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南汇嘴观海公

园、东海大桥下面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

区域虽然游客不多，但垃圾不少，大多是从

海里冲过来的，有时候一眼望去海岸线上

全是垃圾。”张东升说，大部分是塑料垃圾，

有船上的网具、塑料瓶、泡沫、生活用品等。

芦潮港渔民老董的经历印证了这一

点。他说，现在海里的垃圾多得有时网都

拉不起。还有一名渔民说，有时候一网能

捞起几千斤垃圾，大部分都是塑料制品。

对此，包括张东升发起的生态南汇志

愿者协会在内，很多志愿组织开始投身于

净滩行动。不过，在张东升看来，仅仅依

靠志愿者进行净滩是远远不够的，“最重

要是推动政府采取更多行动。”

刘永龙也认为，靠海边捡拾对清除海

洋垃圾的作用很有限，最主要是要减少垃

圾进入海洋。“我们不主张在海里解决海

洋垃圾，还是应该从源头解决。”

仁渡海洋的研究报告提出，“越到末

端应对难度越大”是海洋垃圾问题的主要

特点。因此，要减少海洋垃圾，关键在于

源头减量。但治理仍需要从各个环节采

取相应的措施。

仁渡海洋提出了海洋垃圾的几道治

理防线：通过产品设计、材料替代、禁止一

次性塑料制品等，从源头减少垃圾产量；

产生垃圾后，建立健全的回收处置体系，

避免垃圾失控进入自然环境；垃圾失控

后，完善城乡公共环卫系统，及时清理已

经失控的垃圾；垃圾进入河流，建立拦截

打捞系统，避免垃圾进入大江大河最后入

海；垃圾进入海洋环境后，清理回收成本

已经非常高昂，但仍应研究探索可行技术

清理海洋垃圾，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持续影

响。

《浦东新区海滩垃圾治理研究报告》

提到，在浦东，这几道治理海洋垃圾的防

线目前已有具体工作实现，包括推广减少

垃圾产量的有关行为；深入开展海洋垃圾

污染调查工作；宣传不乱扔垃圾，提高公

民的公民意识，推动海洋垃圾宣传和推广

海洋环境教育；推进制订、宣传和实践海

洋垃圾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方法；实行海滩

垃圾巡查和净滩活动；维护海洋垃圾治理

的相关硬件设备并且不断地改进现有技

术；严厉打击向海洋非法倾倒垃圾的行

为。

把小事做大

“我们应该从身边小事做
起，一个人、两个人，慢慢地很
多人来做，就可以把小事做
大。”

为了加强公民环境责任意识，仁渡海

洋还通过“蓝色小侦探”、海洋环保教育课

程等活动，开展环保教育。

“蓝色小侦探”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净

滩活动，让儿童在侦探游戏中完成志愿者

行动，提升环保意识。

在不久前的一次“蓝色小侦探”活动

中，十几个孩子、大人一起奔赴南汇东滩，

清理海滩垃圾，记录垃圾数据，还现场开

了“证据分析会”，汇总并分析海洋垃圾数

据。

9岁的万琛捷在妈妈的陪伴下从普陀

区赶来。在海滩上，他捡到了塑料袋、塑

料瓶、牙刷、编制网等。“那些芦苇丛里有

不少垃圾，竟然还有牙刷，捡那个很费劲，

因为缠在草上面，衣服都弄湿弄脏了。”第

一次参加净滩活动，他印象深刻。

捡完垃圾后，每个“小侦探”都要画一

幅画，表达自己的感受。万琛捷讲解了自

己画的内容：“这个是渔网，这个是大浮

标。海豚在哭，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污染

了大海，所以它哭了，求求人们开始行动

保护大海。海鸥吃了有微塑料颗粒的鱼

死了，死鱼死虾翻着白肚皮。”在画上，他

还写上了自己总结的道理：你怎么对待大

自然，大自然就怎么对待你。

一名“大侦探”听完孩子们的讲解，深

有感触：“一开始我就以为是单纯地陪着小

朋友来捡捡垃圾，但是现在很受触动，我们

应该从身边小事做起，一个人、两个人，慢

慢地很多人来做，就可以把小事做大。”

这让带队的仁渡海洋成员朱林芳很

欣慰：“曾经有参加活动的人问我，捡这些

有什么用？永远也捡不干净。但是刚才

这名家长说的很好，我们捡起来一点，就

可以减少一点垃圾进入海里。”

刘永龙记得，曾经有人问他，我们可

以不用塑料吗？他实事求是地回答，现在

绝大多数人已经无法不用塑料。不过，他

继续说：“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

的使用，这是目前最为切实有效的。比如

不要用瓶装水，自己带杯子。”

刘永龙说，自己好多年没喝过瓶装水

了，买菜、买水果，甚至买包子，都是自带

塑料袋重复用。“在马路上看到在飘的塑

料袋，我就捡回家做垃圾袋。”但他也坦

言：“我没办法让其他人也这样做。”

不过，他们仍然在持续努力，希望达

成仁渡海洋的愿景：还大海以洁净，恢复

人类与海洋的友善关系。就像每次进行

海滩垃圾科研监测时志愿者都要进行的

集体宣誓所说的：用我们的行动，争分夺

秒，共同守护这生命的起源。

每次监测都要进行详细地称重、记录。□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仁渡海洋成员和志愿者在开展监测前集体宣誓。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万琛捷在监测活动后用一幅画表达自己的感受。□本报记者 陈烁 摄 仁渡海洋成员为孩子们进行讲解。 □本报记者 陈烁 摄


